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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儋州那大英明专营店的服务保证

金遗失发票两张，金额2000元，票

号 0160820；金额 3000 元，票号

0208005；发票押金一张，金额500

元，票号 0160821；空卡押金一

张，金额720元，票号0160854，声

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遗失声明
陈亚祝因保管不善，将昌集用
(2010)第石碌 2586号《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书遗失，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书作废。

声明人:陈亚祝
2019年10月21日

▲陵水提蒙明秋槟榔加工厂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证
号：469034600137255，现声明作
废。
▲吴精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编号:464379,特此声明。
▲海南昌江添阳矿业有限公司遗
失金税盘一个，纳税人识别号：
91469031099288541E，税盘号：
44一6615126184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琼海善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9002000041359）拟琼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
务人见报起45天内办理事宜。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2020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

招生简章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

界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
列。根据招生计划，2020年我校拟招收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161名，其中非全日制136名，全日制25名。专
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9年10月10日-31日每

天9: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或http://
yz.chsi.cn 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
规定为准。3.考试时间：2019年12月22-24日(以网上报名规
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
www.hainu.edu.cn/mpa 邮箱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
A110室

运输服务外包招标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有若干份报纸每天需从海口运

到三亚。具体情况如下：
一、运输服务要求
1、外包方备置车辆及司机并制定专车专线运输服务应

急方案，确保报纸每天的运输时效及服务质量。
2、外包方运输车辆及司机每天凌晨3时前到达海南日

报印刷厂等候取报、交接。
二、报名时提供参加投标单位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

及单位资质证件复印件。
三、报名时间
2019年10月21日至2019年10月23日。
四、联系人及电话：吴云 0898- 66810740
五、报名地点
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三楼。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21日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10月21日至11月04日。
特别说明：1、标的房地产过户所需要的税金和费用由买卖

双方按有关规定各自承担；2、竞买人应符合海南省海口市房地
产限购政策要求的条件，如不符合要求造成标的不能办理过户
手续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1月05日上午12时前来我公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

公司地址：海口市海秀大道33号瑞宏大厦A幢A1003房
联系电话：（0898）66753060、66753061、13005084060
联系人：吴先生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房屋坐落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802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803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805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807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905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1001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1003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1006房
海口市海南国际科技工业园B6幢602房
海口市海南国际科技工业园B6幢701房
海口市海南国际科技工业园B5幢604房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新桥路中行宿舍楼B幢101房

建筑面积（m2）
122.54
88.14
75.95
88.14
75.95
122.54
88.14
75.95
124.42
122.44
64.64
91.3

参考价（万元）
108.82
80.65
70.18
80.65
70.86
111.02
82.23
71.54
116.21
115.46
61.93
83.36

竞买保证（万元）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1030期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19年11月06日上午10：0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关于公开竞争性处置

成都安舒置业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的公告交易编号：[COAMCHN201902]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以公开竞争性出售方式处置以下金融不良资产（“本交易”）。
本交易拟采用密封递交公开竞争性报价的方式。

本交易所涵盖的债权资产涉及1户借款人（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截至2018年9月19日），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本次公开竞争性出售交易将同时面向国内外投资者。如需了解
有关本次交易资产的描述、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
情，请阅读刊载于网站www.coamc.com.cn上的交易公开竞争性出
售邀请函全文。本次资产处置采取公开竞价方式。欲参加本次公开
竞价资产转让的交易对象（以下称“投资人”），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
的、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
自然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投资人不得为下列人员：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相关国有企业债务人及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
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该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至
2019年 11月 4日。联系人：符先生、冼先生。联系电话：0898-
66563192、66563178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
商业大厦1009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
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72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纪检监察部门）。0898-66563202(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
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4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21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成都安舒置业有
限公司债权

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39,699, 857.8元

利息

4,767,754.49元

担保情况
土地、在建工程和动产抵押；股

权质押；保证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企业正常经营

广告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35分 印完：5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军运会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卫小
林）海南日报记者10月20日从省微电
影协会获悉，第一届海南国际微电影年
度大赛10月 20日开始在海口进入集
中初选，组委会将从全球应征而来的
8034部报名作品中选出160部作品进
入网络展映。

据介绍，初选评委主要依托海南各
大高等院校和影视行业组成专家评委
会，确保大赛评审质量。按照把大赛办
成高品质国际化专业性比赛的定位，评
委会将从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征集而
来的8034部报名作品中，按照2%的严
格比例初选出160部优秀作品进入网络

展映阶段。所有报名作品中，除华语作
品外，还有28个海外国家的外语片。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进入网络展映
阶段后，组委会将邀请100位专家评委对
展映作品展开晋级投票。“预计晋级投票
期间，将吸引大量网友参与评论。届时，
海南国际微电影大赛将成为新的‘网红’，
吸引更多关注海南、关注影视的目光。”组
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首届海南国际微电影大赛今年1月
6日启动，8月10日结束作品征集工作，
最终共收到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作
者报送作品，应征作品来源地遍及五大
洲，创下国内同类大赛新纪录。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10月20日
上午，2019年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保
亭站举行，省内外3000多人参加。

据介绍，除群众登高健身活动外，户
外嘉年华活动也同步举行，其中的定向
运动及有奖趣味活动给众人带来全新体
验。活动结束时，主办方还举行了闭幕

式暨幸运大抽奖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10月19日晚，群众登

山健身大会还在海南上达高尔夫球会露
营场地举办了七仙岭之夜露营音乐会。

本次活动由中国登山协会、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政府主办。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5天激烈角逐，2019年中国业余网
球公开赛（CTA-Open）“中国银行”杯海
口站钻石级精英赛和群英赛暨海南省第
20届业余网球公开赛10月20日在海口收
拍。在近300名国内外球手参加的赛事
上，海南选手包揽了常青组混双冠亚军。

比赛设精英组和群英组两大组别，
分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女子
双打、混合双打5个项目。最终，获得精
英组男女单打冠军的是黄哲皓、王妍。
获精英组男双、女双和混双冠军的分别
是黄哲皓/廖望、郭嘉淇/程丽君、王妍/
杰森。获群英组男女单打冠军的是徐彦
晨和叶燕青。获群英组男双、女双和混
双冠军的是梁其存/王孟平、吴思瑶/叶
燕青、唐玉洁/宗嘉伟。获常青组男双和
女双冠军的是黎建军/王经林、彭慧玲/
吕湘斐。获常青组混双冠亚军的分别是

黎建军/李幼立和黄少东/吴少婷。
本次比赛参赛选手必须12岁以上，

在中国网球协会新会员网注册并获得
CPIN会员资格，已参加过中国网球协会
CTN等级测评，获得CTN等级4-7级
的选手可报名参加精英赛，获得CTN等
级8-10级的选手可报名参加群英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网球协会、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网
球协会承办，海南省体育总会、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网
球天地》杂志、椰树集团、智海王潮传播
集团、韵动吧（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鹏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全网球
APP等协办。执行单位为海南网球俱
乐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行赞助，海南省肿瘤医院为本次比赛提
供医疗支持，北京中网泰尼斯体育发展
中心运营本次比赛。

首届海南国际微电影大赛初选启动

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海口站收拍
海南选手包揽常青组混双冠亚军

选手在比赛中。 （组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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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五项障碍跑

中国男女健儿双双打破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0日电（记者

黎云 侯文坤）中国选手卢嫔嫔20日上
午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军事五项
女子障碍跑（500米）比赛中，以2分10
秒9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

军事五项竞赛委员会介绍，国际军
体理事会军事五项女子障碍跑原世界纪
录为2分12秒4。军事五项是军运会项
目中最精彩、最艰苦、最残酷、最锻炼军
人素质的项目，是衡量各国军队战斗力
的标志，而障碍跑又是军事五项中难度
最大、最考验军人综合素质的一项。

今年6月底，正在全力备战军运会
的卢嫔嫔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介绍，
在军事五项队，要成长为一名金牌运动
员，至少要跑8万公里越野，要在二层

楼高的绳梯爬上跳下近1.6万次。这一
串训练数据便是一名军事五项运动员
的成长轨迹，也是她的成长历程。

记者20日在比赛现场看到，卢嫔嫔
在全速冲过终点的那一刻大喊一声。随
后她没有像很多选手那样选择倒在海绵
垫上休息，而是双手撑膝缓缓劲，过了一
会和教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此刻，现场
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八一军事五项队副队长兼女子组
主教练李春梅表示，能够取得今天的
成绩，是一代代“军五”人奋斗出来的
结果，我们军事五项都有五种精神
——祖国至上的爱国精神、忘我牺牲
的奉献精神、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整
体作战的协作精神、不断进取的创新

精神，我们也是在传承老一辈的这种
“军五精神”。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0日电（记者
黎云 侯文坤）军运会特色项目军事五
项20日展开500米障碍跑争夺。中国
选手潘玉程以2分09秒05的成绩打破
该项目男子世界纪录，也成为该项目第
一个跑进2分10秒的运动员。

军事五项竞赛委员会介绍，国际军
体理事会军事五项男子障碍跑原世界纪
录为2分10秒05，6年前潘玉程曾追平这
一世界纪录，如今他终于超越了自己。

在全场观众的加油声中，潘玉程发
挥出极佳的竞技状态，起跑没多久便领
先对手并且一路保持优势。5米高栏、
五步桩、高低杠、独木桥、低桩网……个

个都是“拦路虎”，但潘玉程一一闯关，
拼速度、拼耐力，在冲过终点的那一刻，
现场大屏显示的成绩画面定格在了2
分09秒05。

此时，等候在终点的队友、教练已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冲了上去，簇拥着
潘玉程，一边护着他让他好好休息，一
边不断大声为他欢呼。走出赛场的过
程中，不断有国外选手向他竖起大拇
指，为他叫好，为他点赞。

“（20）14、15、16、17、18、19，6年，
大了6岁。”潘玉程赛后休息间隙，掐着

手指头数着距离自己上
一次追平世界纪录的时
间（2013年），虽历经艰
辛，他终于超越自我。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0日电（记者
王贤）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男子篮球比
赛20日迎来一场中国队对阵美国队的焦
点战，中国队凭借5人得分上双的表现，
以98：79战胜美国队，取得两连胜，王哲
林拿下27分和10个篮板成就“两双”。

作为篮球强国，美国队实力不俗。
比赛一开始，双方你来我往，打得难分
难解。中国队郭昊文以一个超远压哨
三分结束第一节比赛，也点燃全场观众
激情。首节结束，中国队29：23领先。
随后美国队一度将比分扳平，比赛陷入

胶着。下半场中国队加强防守和篮板
球保护，进攻也内外开花。上一场没上
场的王哲林在内线高出一筹，帮中国队
逐渐拉开分差。第三节，中国队单节赢
了对手15分。第四节美国队虽单节赢
了1分，无奈前三节分差太大，以19分
之差落败。中国队的王哲林、田宇翔、
刘航初、雷蒙、郭昊文5人得分上双。

20日下午率先进行的两场比赛
中，与中国队同组的刚果（布）队74：72
战胜蒙古国队取得两连胜，B组的巴西
队以62：58击败希腊队取得首胜。

男篮 中国队取得两连胜 女排 军中佳丽挺进半决赛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0日电（记

者王镜宇 廖君）20日晚进行的军运会
女排小组赛A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中
国队3：0轻取加拿大队，以三战全胜、
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半决赛。

这场比赛双方实力较为悬殊，中国
队以25：11、25：5和25：19取胜，打满
3局的高意拿下全队最高分12分，李盈
莹和杨珺菁各有9分进账，只打了一局
的袁心玥得到1分。

赛后，中国队队长刘晏含表示，今
天队伍的情绪从始至终都很饱满，很开

心顺利赢下比赛。她还说，很欣赏对手
在场上展现出的对排球的热爱，不管比
分如何都很开心地准备下一个球，在这
一点上要向对手学习。

中国队主教练武晓江说，中国队这
次比赛的目标就是争取夺冠。

当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巴西队
3：0战胜美国队，德国队3：0击败法国
队，朝鲜队3：0横扫荷兰队。21日的
女排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B组第二
名德国队，巴西队将和朝鲜队争夺另一
个决赛席位。

中
国
选
手
卢
嫔
嫔
在
军
事
五
项
女
子
个
人
全
能
障
碍
跑
比
赛
中
。

中国选手潘玉程在军事五项男子个人
全能障碍跑比赛中。

⬅
中
国
选
手
王
彦
在

柔
道
女
子
七
十
八
公
斤
以
上

级
决
赛
夺
金
后
致
意
。

中国选手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
赛后庆祝胜利。

中国队选手梁洪玉、普译娴、孙佳君、赵茜沙（由左至
右）在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团体决赛颁奖仪式上敬礼。


